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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    电子商务 

二、专业代码    630801 

三、招生对象    普通高中毕业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四、学制与学历  三年、专科 

五、职业面向 

 

所属专业大类

（代码） 

所属专业类

（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群或

技术领域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

和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举例 

财经 

商贸 

大类 

（63） 

电子 

商务类 

（6308） 

互联网和相 

关服务（64） 

批发业（51） 

零售业（52） 

销售人员 

（4-01-02） 

客户服务 

新媒体营销 

电商平台测试 

运营管理 

数据分析 

1+X呼叫中心

客户服务与管

理 

1+X电子商务

数据分析 

电子商务师 

 

六、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

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

握本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批发业、零售业等行业的销售人员、商务咨

询服务人员等职业群，能够从事营销推广、运营管理、客户服务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1.素质 

（1）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国家认同感、中华民族自豪感；崇尚

宪法、遵守法律、遵规守纪；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崇德向善、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具有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具有质量意识、绿色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

息素养、创新精神；具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能够进行有效的人际沟通和协作，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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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自然和谐共处；具有职业生涯规划意识。 

（3）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和人文素养。具有健康的体魄和心理、健全的人格，能够掌握基本运

动知识和一两项运动技能；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具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行为习惯和自我管理能力。 

2.知识。 

（1）公共基础知识 

    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2）专业知识 

  ① 掌握计算机应用、网络技术的基本理论，电子商务的基本理论以及新技术、新业态、新模

式、创新创业相关知识； 

② 掌握互联网资料查询、调研及撰写调研报告的方法； 

③ 掌握市场分析、消费者行为分析及营销策划的方法； 

④ 掌握商品拍摄、图形图像处理和网络文案写作的方法； 

⑤ 掌握电子商务数据统计分析和报告撰写以及客户服务与管理的相关知识； 

⑥ 掌握主流电子商务平台的运营规则和推广方式，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和新媒体运营与管理的

方法； 

⑦ 掌握网店运营规范与流程以及供应链与供应商管理的相关知识。 

3.能力。 

（1）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为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沟通能力。 

（3）具备本专业必需的信息技术应用和维护能力。 

（4）能够熟练应用办公软件，进行文档排版、方案演示、简单的数据分析等； 

（5）能够根据摄影色彩、构图策略，进行创意拍摄，制作突出商品卖点的商品照片，能够运用

相关软件对图片进行处理，提高用户关注度； 

（6）具备网络信息采集、筛选和编辑的能力，能够根据要求进行网站内容更新、策划与制作； 

（7）具备网店设计与装修的能力，能够根据产品页面需求，进行页面设计、布局、美化和制作； 

（8）能够根据网站（店）推广目标，选择合理的推广方式，进行策划、实施和效果评估与优化； 

（9）能够根据不同商品类型进行产品策划、分类管理； 

（10）能够根据运营目标，采集电子商务平台数据，并依据店铺、产品和客户数据等各类数据，

进行分析与预测； 

（11）能够正确进行网络营销，应对客户咨询、异议、处理客户投诉，进行客户个性化服务等； 

（12）能够运用移动商务平台进行活动策划、营销推广、移动店铺的运营与管理。 

七、职业资格证书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职业资格/技能证书名称 发放单位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                                                              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3 

1+X呼叫中心客户服务与管理 北京华唐中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X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 北京博导前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八、毕业要求 

在校期间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及学校各项规章制度；修完培养方案中的全部课程及

实践环节，并取得规定学分；达到大学生体质测试标准。 

 

九、核心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 图形图像处理 学时 48 学时 

教学目标 

1、了解和掌握 ps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2、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熟练掌握 photoshop 各种工具的操作 

3、要求学生能将 Photoshop应用到现实生活与工作中 

4、培养学生审美水平和艺术创作能力 

5、能够独立完成一幅 photoshop 创意作品 

教学内容 

1、软件与课程介绍、界面、 文件管理、视图布局与操作、选区基础应用  

2、图层应用 

3、路径和矢量图形创建，矢量图形编辑 

4、文字效果 

5、画笔工具 

6、蒙版应用 

7、图像处理如抠图、合成等 

8、滤镜应用 

实训项目 

项目一 制作一张名片 

项目二 制作一张生日贺卡 

项目三 绘制一个 logo图标 

项目四 制作金属效果文字 

项目五 制作 banner图片 

项目六 制作一张海报 

 

课程名称 网络营销 学时 3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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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具有利用网络工具开展市场调研、收集处理商务信息、撰写商情报告的

能力； 

2、具有网络营销策略综合运用的能力； 

3、培养学生基本能力、专业能力和发展能力等。 

教学内容 
根据网站和网店推广目标，筛选合理的推广方式和新媒体营销方法，网

络推广和营销方案制定与实施；营销推广方案效果评估与优化。 

实训项目 

项目一 网上促销实训项目 

确定网上促销目标；完成促销策划方案。 

项目二 网络广告实训项目 

确定网络广告目标；网络广告营销方案策划；网络广告设计与制作。 

项目三 事件营销实训项目 

确定事件营销目标；策划事件营销方案；事件营销实施方案讲解。 

 

课程名称 Python 学时 48 学时 

教学目标 

本课程为当今互联网人工智能的主要编程语言，Python 是一种跨平台

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也是一种面向对象的动态类型语言。 

（一）知识目标 

1、理解编程语言的概念； 

2、了解 Python语言的基本程序结构 

3、了解人工智能编程语言对接原理 

（二）技能目标 

1、能用 Python语言写出简单的程序； 

2、掌握 Python语言编程结构方法 

3、会用 Python语言进行文件批量操作 

教学内容 

1、Python语言基本安装知识 

2、Python语言的数据与数据运算 

3、转义字符串和索引 

4、运算符和逻辑运算符 

5、简易函数列表 

6、IF语句 

7、循环语句 

8、嵌套程序综合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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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字符串的输出格式 

10、测试练习题 

11、字符串的方法 

12、读程序 

13、turtle画图 

14、列表 

15、函数 

16、文件处理操作 

实训项目 文件批处理实训、文本内容批处理实训、数据爬取实训 

 

课程名称 网页制作 学时 64学时 

教学目标 

1、使学生掌握常用的网页设计工具，熟练运用多种网页设计技术； 

2、具备 Web网页设计、制作及站点管理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3、学生能够独立制作中小型的网站。 

教学内容 

运用 HTML、CSS 等网页制作相关知识，根据产品页面需求，进行页面

布局美化，进行网店的装修；应用文本、图像、多媒体等网页元素使用方法，

制作页面；运用各类动态效果及样式，丰富美化网页。 

实训项目 

项目一 网站全名及 logo 标志  

建立网站的目的、意义 ；网页设计制作最突出的创意（如 Amgo “俺

们走” ,logo 设计有特色） 。 

项目二 网站的栏目设计  

色彩搭配及其含义（如绿色 + 金黄 + 淡白，体现优雅 , 舒适的感觉）。  

项目三 网站的结构图和页面组成  

网站设计中具体实现的几个关键功能和相关技术说明（例如布局的方

法：应用层、应用表格、应用模板、应用 Flash 或其他脚本技术）如何安

排进度和计划完成时间 。 

项目四 网站建设的心得体会和扩展性分析 

 

课程名称 数据处理 学时 3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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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掌握电子商务数据分类与处理的知识； 

2、熟练进行数据描述性分析； 

3、熟练运用电子商务数据处理工具； 

4、能够完成日常运营数据监控、图表制作及美化。 

教学内容 

数据分析与处理：数据分类与处理知识、分类统计、数据处理；数据描

述性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趋势分析、对比分析、其他分析；数据监控及

报表制作：基础数据监控、数据报表制作、数据图表制作。 

实训项目 

项目一 市场数据分类与处理 

项目二 运营数据分类与处理 

项目三 产品数据分类与处理 

项目四 描述性统计分析 

项目五 趋势分析 

项目六 对比分析 

项目七 其他分析 

项目八 基础数据监控 

项目九 基础数据报表制作 

项目十 基础数据图标制作 

 

课程名称 客户服务与管理 学时 48 学时 

教学目标 

1、依据职业教育特点突出实践教学环节，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规范操作能

力和个性化服务能力； 

2、掌握现代客户服务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把握客户服务业务经营的发

展趋势和科学管理方法的运用，力求培养具有较高素质的既懂理论又会操作

的实用型的服务于管理人才。 

教学内容 

客户服务的基本技巧和客户关系管理的基本方法；客户咨询、异议、客

户投诉应对；客户满意度管理和客户忠诚度管理；进行客户的个性化服务，

拓展客户渠道。 

实训项目 

项目一  初级客户服务技巧 

主要内容包括微笑服务、文明服务、及时服务、客户需求预测等。 

项目二  中级客户服务技巧 

主要内容包括接待客户、理解客户、帮助客户、拒绝客户、建立客户忠

诚度。 

项目三  高级客户服务技巧 

主要内容包括服务创新、棘手客户应对、客户投诉处理等。 

十、教学进程表 

附表 1  教学周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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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学分及学时结构比例 

附表 3  教学计划表 

 


